
 

白俄罗斯国立美术大学 

 

 

 

学校历史： 

1945 年--学校成立，学校名为白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 

1953 年--更名为成白俄罗斯国家大剧院艺术戏剧学院。 

1991 年--更名为白俄罗斯艺术学院。 

2001 年- 正式更名为白俄罗斯国立艺术学院。 

现设有油画，版画，雕塑，戏剧，表演，设计等专业。教育在白俄罗斯国

立艺术学院是头等的毕业证书，学习一对一，参加讲演和示范课跟外国的教

师，参加国际博览会，有名的教授——米海尔 博罗兹纳（Михаил Борозна）, 

夫拉季米尔 津克维奇(Владимир Зинкевич)，列夫 托尔布津 (Лев Толбузин)等

等。 



招生专业： 

一、戏剧系（授课分为 4 个专业与 16 个科目）： 

表演艺术（话剧戏剧电影表演艺术，木偶剧表演艺术，音乐剧表演艺

术） 

导演（戏剧导演，木偶剧导演，艺术电影导演，纪录片导演，电影录音

导演，电视导演，音像导演，音乐剧导演） 

戏剧学（戏剧原理与历史，戏剧工作的组织与管理，电影电视管理） 

电影电视摄影（电影摄影，电视摄影）。 

学习期限：表演艺术专业 4 年，导演，戏剧学 5 年，戏剧导演，电影电

视摄影 4 年。 

二、美术系： 

写生画（画架画，油画，戏剧装饰画，底片造型创意） 

素描（书籍的插图与装饰，架上素描，挂图） 

雕塑，宏伟装饰艺术，艺术学（造型艺术，实用装饰艺术，综合艺术

学）。 

学习期限：美术系 6 年，艺术专业 5 年。 

三、工艺品艺术设计与实用装饰艺术：主体工艺品艺术设计（日常消耗品工艺

设计，运输与生产器材工艺设计，家具工艺设计） 

复合直观空间设计（室内装潢设计） 图标设计 交流设计（电视广告） 

服装与纺织品设计（缝纫制品设计，针织制品设计，纺织制品设计） 

实用装饰艺术（艺术陶瓷，艺术玻璃制品，艺术金属制品） 

学习期限：工艺品艺术设计与实用装饰艺术系 5 年。 硕士在本科的基础

上再读一年。预科、专业课 10 月份开学。 

硕士： 

硕士科  

我们学院的硕士科提供以下方面的专家： 

戏剧艺术； 

美术和实用装饰艺术和建筑学； 

电影和电视和其他影视艺术； 



工业美术学和设计。 

 

教育状候：面授；函授（只对戏剧艺术，函授学习时间-1 年半） 

学习时间：一年或两年 

 

如流学生毕业白俄学院的本课程，硕士学习时间是 1 年。如流学生毕业外国

大学、本课程时间不少于 4 年、他有学士学位证书，他也能考入硕士生课程。对

他学习时间是 2 年（包括 1 年俄语预科）。 

完成硕士学位课程、通过学位论文答辩以后，硕士生得到硕士学位证书。 

留硕士生开学的日期由学院规定。 

 

硕士课程大纲包含着： 

-文化课 （哲学、科学方法学、信息学基础、外语、教育学）； 

-专业课； 

- 研究工作 （科学研究、学位论文编写、论文答辩）。 

在 2015-2016 学年的学费为外国学生在白俄罗斯国立美术学院如下：   

预科班 3000 美元 

面授(电影制作系,戏剧系,艺术

系) 

5,500 美元 

面授(设计与装饰艺术系) 5,300 美元 

函授教育（各院系） 3,500 美元 

  

  

  

 

证书 

 

 

硕士学位课程 5,300 美元 

博士学位课程(面授) 4300 美元 

博士学位课程(函授教育) $3,500 美元 



 

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 

 

 

 

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是 1975 年在原明斯克文化学院的基础上成立的，

大学的目标是为白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在文化艺术领域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大学

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使之达到世界级的水准，学校拥有高质量的有着丰

富经验的教师队伍(近 200 位教授、300 多位讲师及专家）。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可

以培养出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学校的毕业生不仅在专业方面优异，在人格、素质

方面也是突出的。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的教学质量及研究水平在白俄罗斯

国立大学中排名前列，大学坐落于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市市中心，大学在国际

上享有声誉。 

大学分有 3 个学院：文化学院、表演艺术学院、图书馆信息系统学院。 

文化学院专业： 

1、 世界与白俄罗斯文化； 

2、 民间剧院导演社会与文化管理 

3、 博物馆管理及文化遗产保护 

4、 社会文化活动教育学 



表演艺术学院分有 7 个系： 

1、 管弦乐器系流行音乐与轻音乐系、 

2、 合唱与艺术指挥系、 

3、音乐理论系舞蹈系民间乐器系 

4、 白俄罗斯传统歌曲系。 

表演专业如下：合唱指挥、钢琴、器乐（民间、管类、其他类）、美声（学

院派）、管弦室内乐合奏、白俄罗斯传统民歌演唱、合唱音乐（学院类、民间类）、

舞蹈艺术理论学、电脑音乐、芭蕾舞、民族舞编导。 

一、招收中国学生标准 

1、 全日制本科（俄语）；      

学制 5 年 （1 年预科+4 年本科） 

2、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俄语）；  

学制 2 年（1 年预科+1 年研究生） 

3、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英语）； 

学制 1 年（1 年研究生） 

4、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学制 5 年（可申请提前毕业）  

二、 学费： 

1、 预科学费 2500 美元（无专业技巧课），3100 美元（一周一次的专业技

巧课） 

2、 本科学费：艺术学 4500 美元、文化学 3800 美元 

3、 硕士研究生（俄语）4600 美元 

4、 硕士研究生（英语）5500 美元 

5、 博士研究生 4250 美元 

6、 住宿费 800 美元一年 （宿舍为公寓式，一户两室；一室 2 人；有洗漱

间和卫生间。公共厨房） 

三、人才培养 

1、本科全日制教学针对学生所选择的专业学习方向进行学习，与国内本科制

教学基本一致；分为公共课、专业课（专业技巧课） 

2、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为艺术学研究，其中包括公共课和专业课两种。公共

课包括艺术美学、哲学、艺术心理学、信息技术、外语学习（俄语班开设俄

语课程、英语班开设英语课程）等；专业课：进行专项的艺术理论研究（文

化艺术大学硕士研究生为一级学科，所以在选择专业时为不定项学科），不

定项学科可以选择除师范类学科和艺术技巧类学科以外的所有学科。 



3、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与硕士研究生相似，公选课有哲学、信息技术两门（如

研究生修过这两门 课程，则免修）。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简称白大 ,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БГУ）位于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市，创立于 1921

年，在世界综合类大学里排名第九，QS 世界排名 334 名。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是一所以理、工科为主

导，以艺术类专业为特色的一流高等学府，在理科方面物理数学在全

世界领先，文科方面新闻、国际关系、语言系都世界闻名。下设新闻

学院、语言系、法官培训和白俄罗斯法律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物理

系、半导体物理和电子系、机械数学系、无线电和电子信息技术学院、

生物系、化学系、地理系、历史系、哲学经济系、预科系、对外预科

系、高校教师进修系、经营与信息技术系、电脑和编程进修系、技术

管理系、附属中学、应用物理问题研究所、物理化学问题研究所、核

问题研究所、共和国高校研究所、科学工程中心、基础图书馆、信息

出版和计算中心等 27 家单位。 

https://www.liuxue86.com/gaokao/daxuepaiming/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8A%E5%AF%BC%E4%BD%93%E7%89%A9%E7%90%86


大学现有 83 个专业，科研室 125 个，教师 2000 多人，363 名教

授以及科学院院士，1044 名副教授以及博士，学生 20000 多人，其中

外国留学生 2000 多名。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是白俄的最高学府，教

学质量高、学费生活费便宜、文凭升值潜力大,申办成功率高，留学起

点低，学习环境优美安静、回国后的就业前景好等，称得上是最适合

工薪阶层的留学之路。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专业一览表 

力学数学系 

（4 年制） 

数学（研究和教学活动） 

数学（电脑工程师） 

力学（计算机力学） 

力学 

信息技术 

应用数学与信息系 

（4 年制） 

应用数学（科学和工业活动） 

经济控制论 

信息学 

计算机安全 

应用信息学（计算机软件系统） 

计算机科学 

精算数学 

物理系 

（4-5 年） 

物理（科学研究），5 年制 

物理（纳米材料和技术） 

物理（生产活动） 

物理（核物理与技术） 



物理（管理） 

计算机物理学 

无线电与电子信息技术学

院 

（4 年制） 

 无线电物理 

应用信息学（信息技术） 

航空无线电和信息技术 

电子物理 

计算机安全（无线电物理和程序技术） 

化学系 

（4-5 年制） 

化学（科学生产） 

化学（放射化学） 

化学（科学教育） 

化学（环境保护） 

基础化学，5 年制 

高能化学，5 年制 

符合药物化学，5 年制 

生物系 

(4-5 年制） 

生物学（科学生产） 

生物学（科学教育） 

生物学（生物与技术），5 年制 

生物生态学，5 年制 

微生物学，5 年制 

生物化学，5 年制 

地理系 

（4-5 年制） 

地理学（研究和教学活动) 

地理学（地质信息体系） 

地理（水文气象），5 年制 

地质学与矿产分布，5 年制 

地质生态学，5 年制 



大气空间，5 年制 

  

  

历史系 

(4 年制) 

历史学（方向：国内和世界历史，考古学，民族学，

艺术史，政治学） 

历史档案学 

博物馆学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文档信息管理 

  

  

  

经济系 

（4 年制） 

经济理论 

经济学 

 

经济管理（国际化的管理，创新管理） 

金融和信贷 

经济信息学 

  

   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院 

（4 年制） 

哲学 

社会学 

心理学 

信息与交流（社会公益，科学教育活动） 

新闻学院 

（4 年制） 

（需通过专业考试） 

新闻学（印刷媒体） 

新闻学（视听传媒） 

信息学和交流学 

新闻学（媒体管理） 

新闻学（网络新闻） 

文学工作（编辑） 

文学作品（艺术） 

 国际新闻 



国际关系学院 

（4-5 年制） 

国际关系 

世界经济 

国际法 

语言国情学，5 年制 

旅游管理 

海关事务 

语言文学系 

（4-5 年制） 

  

白俄罗斯语言文学 

俄罗斯语言学 

斯拉夫语言文学 

斯拉夫（俄罗斯）语言文学 

英语,5 年制 

法语，5 年制 

德语，5 年制 

意大利语，5 年制 

东方语言学（中国文学），5 年制 

古典语言学，5 年制 

   

法律系 

（4 年制） 

政治学 

经济法 

法律学 

人文系 

（4-5 年制） 

管理（社会行政管理，社会管理） 

社会工作（社会设计） 

文学（基础文学） 

文学（应用文学） 

应用信息学（网页程序和计算机设计） 

公关设计 



现代外语（翻译），5 年制 

现代外语（计算机语言学），5 年制 

  

   工商管理学院

（MBA） 

（4 年制） 

行政管理 

工商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 

物流学 

管理与社会技术学院 

（4-5 年制） 

管理（社会行政，金融和投资，不动产） 

 营销学 

社会工作（社会心理学，社会经济，社会康复） 

设计（空间设计） 

专业学费 

预科：2300 美金/年 

本科/硕士：2400-4000 美金/年 

 

 

 

 

 

 

 

 

 

 



 

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 

 
·学院历史： 

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创建于 1920 年，至今已有 80 余年历史。该校是

白俄罗斯共和国文化部直属的一所历史悠久、师资雄厚、人才济济的高等学

府。该校是白俄罗斯最大的音乐演奏艺术、音乐学中心。该校共有 6 个系， 

23 个教研室，歌剧演播室，民族音乐室，音乐领域科研调研室。学校在马吉列

夫、格洛地纳、布列斯特、戈梅利都设有分支。该校在教学中除严格训练学生

演奏和表演技巧的同时，十分注重对学生音乐理论、艺术修养和综合文化素质

的培养。 

·白俄国音共有五个系： 

钢琴作曲系、管弦系、民乐系、声乐合唱系、预科系 

·系别专业编辑 

钢琴作曲系： 

钢琴、作曲 

钢琴专业教研室、音乐史教研室、白俄罗斯教研室、音乐原理教研室、作

曲教研室 

管弦乐器系： 

弦器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 

吹奏乐：萨克斯、长号、圆号、软管、双簧管、铜管乐 

竖琴，打击乐 

大、中、小提琴教研室、木制、铜制吹奏乐教研室、乐队指挥教研室 

民族乐器系： 

键盘式手风琴、键钮式手风琴、多姆拉、俄国三弦琴、卡琴、吉他、扬

琴、手风琴 

民族乐器教研室、手风琴教研室、键盘式手风琴教研室、乐队指挥教研室 

声乐合唱系： 

声乐、歌剧、合唱指挥、交响乐指挥 

歌唱教研室、歌剧教研室、合唱指挥教研室 

预科系： 

俄语班 

 

白俄国音每年授课分为两个学期：分别于九月一日和二月十四日开学。 

预科班：（学制十个月）本班专为准备进入音乐学院进修者，及计划就读

本科班或硕士班或博士班的外国学生所设置。预科班课程以专业和俄语的学习

为主（或附带一门理论课程）。授课时以俄语为主，英语为辅助语言。每年六

月预科考试，考试分数十分制，四分及格，可以入系。 

本科班：（学制五年）按照白俄罗斯国家教育局本科必修或选修课程教学

大纲划分目标课程。包括：主修课、俄语课、视唱练耳、哲学、白俄罗斯共和



国历史、白俄罗斯音乐史、西洋音乐史、俄国音乐史、教育学、教育心理学、

音乐哲学、美学、声乐艺术史、乐理知识等，为培养专业表演者（演唱、演

奏、指挥等）、作曲者及音乐教师所设置。 

硕士班：（学制一年）本班学习内容系结合学士、硕士二部分课程为一

体，包括：主修课、俄语课、声乐艺术史（声乐专业必修）、钢琴艺术史（钢

琴专业必修）。 

博士班：本班专为欲在专业上求更进一步发展的学生所设置之最高水准课

程，已获硕士学位者可申请学习，学习期间三至四年不等，视个人能力而定，

毕业后授予"音乐艺术博士'学位之文凭。 

·收费标准参考 

l． 预科班 

按年计算 4300 美元/年。白俄国音的预科一般十个月左右，俄语课班级是

一个教师带十个学生。 

2． 本科班 

按专业计算声乐 6200 美元/年；作曲 6200 美元/年；钢琴 6300 美元/年；管

线乐/打击乐 6100-6300 美元/年，白俄国音的本科是五年制。 

3． 硕士班 

按年计算 6500 美元/年。白俄国音的硕士是一年制。 

4． 博士班： 

按年计算 6300 美元/年。白俄国音的博士是四年制。 

5． 医疗保险：100 美元/年 

6． 学生宿舍：300,000 白俄罗斯卢布/月，（约合 250 元人民币） 

7． 住宿条件：学生两人间、学生四人间、每间房有钢琴，学生可以免费

使用，练琴有规定的时间：08：00 - 23：00；附中则为在校中学生提供全封闭

式教学和生活管理。 

·外国学生招生条件 

1． 考生应试之时应满 18 岁。 

2． 考生应持有高中毕业证或本科毕业证及学位证 

3． 外国学生如报考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大学，需在预科系学习一年俄语和

一些专业科目，考试合格后才可以入系，如预科考试未合格，需再学一年预

科。 

4． 该校本科学制为 5 年，外国学生本科毕业后获得学士学位，如再进修

一年可获得硕士学位。 

 


